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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關鍵詞：開發區、出口導向成長
      國內分裂性市場
       三資企業
       世界市場

本研究從新制度主義學派觀點探討
大陸出口經濟成長的結構制約。本研
究探索地方政府與外銷企業之間的
共生關係，探討中共設計那些制度誘
因促使外貿經濟快速成長。本研究比
較江蘇吳江、河南新密、河北香河三
地經濟開發區在內部組織及吸引外
資優惠辦法上的差異。從地方政府與
外資之間的結盟關係討論中國經濟
發展為何只見成長而欠缺自主性發
展帶來的奇蹟。

Keywords: export-led growth
       internal fragmented marke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orld trade

This three-year research project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tructural 
limits to the export-led growth in the 
Chinese economy from the 
neo-institutional approach.. The first 
year research will focus on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the 
planned economy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fragmented market in the Mao‘s 

era, and the newly create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the reform era which 
deteriorated the market fragmentation.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it is the 
fragmented market together with other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hinese export-led economy. The 
second year project studies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export-oriented enterprises, including 
foreign investment, joint ventures, and 
local enterprises. And the third year 
project examines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n the Chinese export-led 
growth. The thesis argues that the 
rising of China based on the lion’s 
share of the world market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will 
undermine the opportunity for upward 
mobility of those weak states in East 
Asia, and this will create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ic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countries in 
the capitalist economy.  However, 
China suffers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n its 
export economy.

二、緣由與目的
   中國大陸自經濟改革後，工業產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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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 14.2%的速度成長(Naughton 1996)1，
不僅超越眾多開發中國家，而且也領先採
震盪治療(shock theropy)進行全盤私有化的
東歐國家，相較前蘇聯與東歐各國的社會
動盪與經濟不景，中國大陸經濟蓬勃發
展，出口持續旺盛，人民收入增加，生活
水準提昇，經濟學家多認為大陸經濟發展
的動力來自出口貿易的急速增長。自 1979
年以降，大陸出口外銷每年以 16.1%的速
度成長，而且 1993 年大陸外貿總值已占國
內生產總值(GDP)的 38%，中國已成為全世
界第十大輸出國 (Lardy 1994; Shirk 
1994)2。而且許多經濟學者認為中國出口經
濟的大幅成長主要由出口導向為主的外資
企業所推動 (Lardy 2001)，中國政府採行何
種策略引進外資？地方政府以何種方式配
合中央的外資引進？
    進入九十年代以後，由於人民幣大幅
貶值，更加刺激大陸出口外銷，當中國大
陸各種產業出口持續擴張，並逐漸增加國
際市場佔有率時，中國的發展將對資本主
義世界經濟造成何種衝擊？如果我們假設
大陸產業出口外銷的競爭力在廉價勞力與
勤奮工作上繼續保持強勢，大陸對資本主
義世界經濟中的其它弱勢國家的未來發展
將造成何種排擠？尤其中國即將加入世貿
組織，當各成員國降低對中國工農產品的
關稅障礙時，中國大陸的龐大外銷經濟是
否影響東亞弱勢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
中向上流動的機會？本文認為世界市場擴
張速度緩慢，幾乎固定的世界市場總需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根據 Lardy 的分析，大陸經濟總產值(GNP)自

1978 到 1993 年之間每年平均成長率為 9% (Lardy 

1994)。

2 雖然大陸對外貿易發展迅速，但大陸仍然未與資

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進行深度整合，因為大陸對國

內市場過度保護，只有少數企業能直接與外商進行

貿易，政府給予企業外銷補貼，而且人民幣不能直

接兌換美元(Shirk 1994)。

量將會約制大陸出口經濟成長的潛力，同
時大陸內部龐大人口壓力以及區域經濟發
展不均衡所產生的政治社會危機，亦將會
削弱大陸出口成長的經濟成果。
    解釋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的理論可
歸納下列兩種：
    （一）非國有經濟部門的快速成長
(The Growth of the Non-State Sector)。研究
東歐國家經濟改革的學者認為在經濟改革
過程中經濟成長的動力不是靠國營企業部
門的改革，而是非國營經濟部門快速的成
長，包括私營與集體企業的發展(Kornai 
1989,1990,1992; Sachs and Woo 1994)。尤
其是以市場協調機制(market coordinated 
mechanism)取代官僚體系來執行生產、資
源分配、與消費，最能達到經濟效益。根
據經濟學的研究，社會主義國家中私營與
集體企業的平均勞動生產力與投資報酬率
都遠超過接受政府補貼的國營企業。研究
中國大陸的學者，也認為工業成長最迅速
的地區往往市場經濟最發達，尤其大陸農
村鄉鎮企業較全面接受市場競爭壓力與市
場硬性預算約制(Nee 1992; Walder 1995)，
其生產效力自然遠超過國營企業。自 1992
年大陸的非國營部門工業產值就已領先國
營企業，並佔全國工業總產值一半以上
(Lardy 1994)，因此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動
力火車頭。
   （二）地方政府以企業法人身份驅動經
濟發展(The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西方學者認為由於中共在八十年代進行承
包定額的財政體制改革，以制度改革促使
地方政府承擔經濟法人角色，扮演追求利
潤的企業家(entrepreneur)，大力發展地方經
濟以增加地方財政收入(Oi 1992, 1995)。在
財政配額承包的體制下，大陸各地方政府
遂積極發展地方鄉鎮企業，招攬外商投
資，已期獲得地方預算外資金的擴大。地
方政府通常以村自治委員會名義，成立工
業總公司，由村支部書記或村長擔任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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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董事長，統籌管理村內所有企業的生
產經營、人事、銷售、與資金的調度，地
方政府儼然成為經濟法人團體，追求利潤
最大化，除上繳攤派的財稅定額外，地方
政府可保留多餘財稅部份，或者全額保
留，或者與上級政府比例分成。由於財政
承包的制度誘因，引發大陸地方政府積極
倡導經濟發展，因而促成大陸自八十年代
以來快速的經濟成長。
    上述兩種理論都是從大陸內部經濟改
革所產生的制度誘因，來解釋大陸快速的
經濟成長，一方面是確立市場經濟制度，
保障產權，因而促使非國營經濟蓬勃發
展；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行財政改革，有利
於地方政府發揮積極性提昇地方經濟發
展。然而這兩種理論皆忽略解釋為何大陸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國內市場卻呈現分割狀
態，以及為何國內省際與各地方區域之間
的貿易活動遠落後於出口外銷的發展？在
大陸經濟改革當中到底出現哪些不利於國
內各地區之間進行經濟交換的制度因素，
增加交易成本促使地方政府採取閉關自壘
的做法而妨害國內貿易的發展？上述兩種
理論也同時忽略大陸蓬勃發展的出口外銷
也是促進大陸整體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
到底在大陸何種制度條件下，各地方政府
會積極鼓勵企業出口外銷，而非進行內銷
以搶佔大陸國內龐大的消費市場？
    1993 年大陸對外貿易已佔全球貿易總
額的 2.5% (Lardy 1994)，當中國大陸的外
銷經濟表現凸出而直追亞洲四小龍之際，
這將對東亞國家產生何種影響？尤其最近
亞洲金融風暴，泰國、印尼、馬來西亞，
與韓國貨幣大幅貶值，政府幾近破產，國
內經濟蕭條，失業暴增的狀況下，中國大
陸外銷經濟的崛起，對這些國家未來的經
濟復甦是否產生負面影響？在資本主義世
界經濟體系中，中共可能會爬升到那一個
位置？有無能力突破既有的世界經濟結構
限制而持續發展？

    本研究主要探討地方政府如何鼓勵本
地企業從事產品出口外銷。由於中共比東
亞國家更依賴外資進行出口，而且是以外
資或合資為主的製造業產品為出口大宗
(Lardy 1994；2001)，本研究將比較外資聚
集之地的珠江三角洲，福建晉江地區，與
蘇南地區，探討各地方政府倡導產業出口
外銷的制度誘因。除了企圖從產業出口外
銷中獲得外匯餘留外（吳介民 1996)，地方
政府還獲得哪些利益?地方政府有那些政
策吸引外資與鼓勵出口外銷，和其它東亞
國家比較，做法有何不同?地方政府如何幫
助外資與合資企業成立與發展(資金來原?
技術與土地的取得?能原供應價格)?地方政
府在稅收方面如何優惠外銷企業?地方政
府有那些做法與中央政策相抵觸?
     本研究亦從產業角度尋求瞭解上述
地區從事出口外銷的企業，外商為何選擇
該地區而非其它區域進行生產?外資或合
資企業所享受的地方優惠待遇為何?它們
需要地方政府進行何種幫助，以及對地方
政府官員的依賴性有如本土企業一樣嗎?
本研究亦包含從事出口外銷的大陸本土企
業，尋求了解本土企業在何種政治經濟制
度條件下會發展出口外銷?外銷型的本土
企業（勞力密集或科技產業？）何時成立?
是集體或私營?資金來源?如何取得土地?
享受何種優惠待遇?生產何種產品?何時開
使進行外銷?外銷企業如何開創國際市場?
是依靠自身品牌打入市場?還是靠國際分
工體系中的代工生產(OEM)?地方政府從
外銷市場的開拓獲得何種利益?地方政府
以何種方式介入外資企業與本土企業的經
營(乾股與分紅)?本土企業若同時進行內
銷，地方政府以何種政策或做法來保護本
地企業的國內市場?
   本計畫並著眼於大陸未來出口經濟持
續成長對東亞各國發展的影響。由於台
灣、香港、新加坡與南韓等國的經濟發展
均依賴出口成長的推動，本研究將尋求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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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大陸在世界貿易中持續成長的可能性。
與其它開發中國家比較（如東亞國家、印
度與拉丁美洲），大陸外銷產業的比較利
益是建立在廉價勞動力、較高素質的人力
資源、高度儲蓄與投資率、與相對較平等
的經濟收入分配等(Lardy 1994)，這些比較
利益是否能一直處於優勢而領先其它開發
中國家?若是如此，大陸將來在資本主義世
界體系中會爬升到何種位置?是否有繼續
上昇的可能性?在此種狀況下，以大陸經濟
體系之龐大，未來將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
造成何種衝擊?是否會重新改組資本主義
世界經濟的分工結構?尤其東亞各國未來
透過金融自由化將逐漸形成一國際經濟建
制，但大陸強大的出口外銷潛力是否會阻
撓某些東亞弱勢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
體系中向上流動的機會?今天遭受金融風
暴傷害的東亞國家在大陸強勢出口外銷的
威脅下能在短期內達到經濟復甦嗎?
    本研究將透過大陸與其它東亞國家出
口經濟部門(export sector)的比較，探討大
陸出口結構與東亞國家的異同，從預估各
出口產品在未來世界市場的占有率，進一
步探討大陸出口經濟部門在國際市場中所
具有的區隔性與競爭力。本研究假設若目
前中國大陸製造業所具有的強勢比較利益
不變，大陸將有可能變成全世界最大的加
工製造業中心，幾近壟斷國際市場中製造
業產品的區隔市場，在此狀況下，大陸的
發展將會排擠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的
眾多邊陲貧窮國家，而阻斷這些國家向上
爬升的機會，因而促使資本主義世界經濟
體系中的分工結構重新改組。然而中國大
陸是否會在出口經濟強勢推動下繼續向上
爬升？本研究將從世界市場總需求量固定
的外在結構限制，與大陸內部龐大人口數
量，以及區域發展不均衡所造成的嚴重後
果來檢視大陸出口經濟持續展的可行性。
本研究認為大陸在內外結構條件限制下，
其出口經濟部門將無法承擔像亞洲四小龍

的出口部門一樣，用出口創匯推動資本積
累而進入富裕社會。尤其今天國際經濟自
由化已成趨勢，中國大陸的經濟開放已與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整合，中共已難避
免國際金融波動的影響，大陸未來發展充
滿了眾多變數，除了上述論及大陸未來出
口成長的極限外，國際金融風暴亦將透過
大陸金融體制自由化的改革而威脅到大陸
的貨幣經濟體系，這更加侷限大陸出口經
濟成長的結構制約。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建立在過去三年田野調查基礎
上，比較沿海地區江蘇吳江、河南新密、
以及河北香河的縣級開發區。探討這些開
發區政府組織結構、開發區吸引外資的政
策、開發區如何自我經營、以及開發區吸
引到哪些外資及產業。
    透過比較，蘇南吳江開發區政府的組
織結構較為完善、專業化程度較高、規模
較大、吸引到的外資以台灣為主、產業多
分佈於台資為主的電子科技型產業。相較
之下，河南新密與河北香河開發區規模較
小、幹部素質專業化程度低、開發區吸引
到的外資較少，主要以中國國內資金投資
為主。
    吳江經濟開發區於 1992 年設立，於
1993 年批准為省級開發區。吳江開發區管
理委員會是吳江市政府的派出機構，行使
市政府權力，行政級別屬政科級，地位比
一般市政府科室高一級。管委會下設六部
一室，計有：動遷、計畫、財務、項目、
勞動、人事六部與一個辦公室。開發區管
委會中有黨委組織，開發區政府、以及開
發區總公司，一套人馬經營行政、黨務、
與經濟企業三個不同領域的管理。
    吳江管委會總工作人員計約六十人，
正式編制人員只有十二人，其餘均為開發
區自行聘用屬編制外的臨時僱員。
    吳江開發區財政收入主要依靠開發區
總公司之下的房地產公司經營的收入，一
年利潤約八百萬元。此外，開發區財務部
幫助市政府各部門收取規費，其中提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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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是開發區第二筆重要收入。
    開發區重要工作是整治土地，提供計
處設施與建設，以利外商投資設廠。目前
吳江開發區面積計八平方公里，但計畫繼
續擴建，在大運河東邊增闢二平方公里。
    吳江開發區遲至 1992 年才設立，遠晚
於昆山縣及其他鄰近地區。而且開發區的
設立原先以經營企業為主，為市政府開闢
財政收入來源，因此並未積極規劃做基礎
建設，但目前已調整此一做法，以吸引外
資，主要是台資的高科技產業為主。吳江
因是省級開發區，可以自行批審高至三千
萬美元的投資項目。
    開發區的理念：吳江位於蘇南，鄰近
上海與蘇州，地理條件優異，但既無鐵路，
又無港口與碼頭，對外交通只靠一條國道
與大運河，運輸並不十分便利，因此
吳江開發區在評估吸引外資產業種類時，
便傾向選擇進口與外銷吞吐量較低的產
業，台灣的電子通訊器材慘夜遂成為吳江
積極爭取的對象。
    吳江開發區自認吳江自古文風發達，
人口教育素質高，可提供台灣高科技產業
所需人力，而且吳江地方政府比較能依法
辦事，遵守法規契約的訂定。吳江地區城
鎮衛生良好，比南方城市注重清潔衛生。
再加上吳江市內有一個大型電子市場，提
供國內外廠商客戶交易場所。
    然而最重要吸引台商投資則是吳江開
發區提出的優惠條件。吳江自認為給台商
的優惠條件比廣東更好，提出第一個五年
免稅，第二個五年所得稅減半（企業所得
稅率是 30%，國稅局收取後會返還 15%給
吳江市，吳江則將這 15%的稅收部份返還
給台資企業）。吳江市認為這是吳江地方
政府在補貼台資企業。
    根據吳江管委會幹部，吳江開發區的
土地價格比上海與蘇州便宜，至於真正地
價必須視外資的投產項目而定，但絕對比
其他地區低廉，因為透過談判，每個企業

的地價以及繳稅的稅率都不一樣，視外資
和市政府討價還價的結果。吳江管委會的
幹部宣稱，開發區所提供的外商服務品質
以效率和快速見長，優於其他地區。
    吳江在 1999 年的招商成效高於全國地
區，當亞洲金融風暴後外資卻步時，吳江
居然吸引到不少台灣電子產業前往投資，
故吳江很輕易的就完成江蘇省下達的 1.5
億美元的外商投資指標，而開發區實際是
引進了超過兩億美元的外資。總計外資設
廠 24 個，其中 21 個是電子通訊產品，其
中有 9 個是超過一千萬美元的投資項目。
    相較之下位於北方內陸的河南新密開
發區就遜色許多。雖然同樣成立於 1992
年，新密開發區但一直都未著手規劃，甚
至市政府也不清楚開發區的性質與定位。
遲至 2000 年，新密市政府才開始著手做開
發區的建設，並企圖將開發區當做公司企
業來經營，但後來參考沿海地區開發區的
做法，才將新密開發區調整為服務外資的
政府角色，從事開發區基礎建設並提供批
審作業的服務。

  新密開發區面積 16 平方公里，是吳江
開發區面積的兩倍。和吳江開發區類似，
新密開發區為市政府派出機構，行政地位
高於鄉鎮，而且開發區內的行政組織與市
政府完全雷同，下設稅務、財政、工商、
公安、婦聯、農村辦公室等，如同一個小
型的市政府。由於開發區面積大，囊括好
幾個行政村在內，為有計畫的大片開發整
個區域，開發區已將這些隸屬不同鄉鎮的
農村全歸屬於開發區管理。而又由於開發
區經費不足，在進行開發區道路建設時，
區會要求道路經過的農村負擔此部份道路
建築的費用。
    和吳江開發區類似，新密開發區亦設
置經營性企業，如房地產開發公司等，以
籌措開發區的建設經費。根據新密開發區
管委會主任，開發區基礎建設的主要經費
來自民間融資、新密市政府融資（向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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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借錢）、徵收農地整治後的賣地錢等。
相較之下吳江開發區的基礎建設經費是來
自地方銀行貸款（超過一億元）、政府撥
款 2 至 3 億元、與管委會財政盈餘，顯然
吳江地區比新密富裕甚多。吳江市政府可
以用財政撥款，而新密開發區必須償還政
府的借款，吳江可以享用銀行貸款做基礎
建設，而在新密行不通，迫使新密開發區
必須向私人借貸。
    就徵收農民土地部份，新密開發區給
予土地徵用費一畝 15,000 元，這中間包含
青苗費、補償金、與勞力安置費，新密開
發區直接將錢送到農民手中，而不是給村
委會，以免被後者貪污。除此外，新密開
發區再補償村委會五千元。而吳江開發區
是每一畝農地賠償一萬元人民幣，而且是
將錢交給村委會，農民是否真從村委會那
兒拿到錢開發區就不管了。而且吳江開發
區享有比國土局更高的土地規劃權，可以
批審吳江境內的任何土地使用，因此開發
區內的房地產公司完全壟斷土地的使用，
甚至可以先在土地上蓋房舍，才向市國土
局提出申請，國土局只是配合單位，從來
不敢否決開發區的申請，故吳江開發區從
房地產開發建設中賺取不少暴利，其中部
份用來作開發區的建設。
    新密開發區則較保守，賺錢的方法較
直線，主要收入為開發區內所收的稅，佔
開發區全部收入的 80%，開發區管委會下
屬企業利潤佔 20%。由此可見新密開發區
的財政收入實不如吳江。
    新密位於內陸，雖然接近鄭州，但地
理位置不如沿海吳江的交通便捷，在吸引
外資條件上自然不如吳江，因此必須提出
比吳江更優惠的待遇才能抓住外資。除像
吳江一樣宣稱服務外商強調效率與速度，
所得稅是五年全免五年減半，所得稅返還
給企業外，外資企業所有的規費全免（除
中央政府規定者），而且開發區內土地幾
乎完全免費贈送，又為吸引台商將上下游

產業一起引進，新密開發區特別支付仲介
費用給引進者（投資項目的 3％至 5％），
為抓住外商，甚至免費贈送高級套房與別
墅。新密為競爭外資不得不使用比沿海吳
江更優惠的辦法，而且當吳江開發區宣稱
他們不要污染性高的產業時，新密開發區
則接受任何類型的產業，只要資金能進入
開發區。
    和吳江不同的是，新密開發區不僅針
對外資開出優厚條件，同時也積極吸引大
陸國內資金。由於地理位置及交通條件不
如沿海，新密不敢奢望開發區能完全填滿
外資企業，為彌補外資可能的不足，新密
同時對國內大型產業以及沿海資金招商，
希望國內企業的投資一樣能推動地方經濟
發展，因此新密對國內資金也提出相當優
惠條件。
    目前新密開發區已有三家外資（兩家
台商，一家新加坡企業），投資金額超過
10 億人民幣，而國內企業計五家，來自浙
江的溫州、河南鄭州、新密本地等，投資
金額大約在人民幣 20 億左右。顯然新密開
發區和吳江不同，將以國內投資而非外資
為主。
    河北香河縣安平開發區成立於 1993
年，為省級開發區，面積 11.26 平方公里。
安平開發區內部的組織結構和吳江與新密
不同，安平只有開發區黨委系統及開發區
政府，而沒有開發區總公司，安平開發區
沒有設制自己的經營性企業。換言之，安
平開發區的基礎建設經費與吳江及新密的
自籌不同，它是由縣政府投資為主，開發
區周邊接高速公路的道路系統由河北省及
香河縣共同投資，只有開發區內的公路由
開發區自籌經費投資。
    為何安平開發區沒有設立經營性的企
業公司？根據安平開發區副主任，安平的
發展過去幾年不夠快速，主要在於基礎建
設不足，外資怯步，顯然香河縣財政並不
寬裕。從 1997 年以後安平加快基礎建設，



8

才有較多外資廠商進駐。安平遲滯發展之
因在於開發區沒有自己的財源，必須依靠
縣財政補貼，截至目前為止，由於財政不
足，開發區內的土地平整只進行到一半。
安平顯然因為地近北京，政治管制嚴格，
不敢放手從事營利事業。
    安平開發區幹部總編制超過三十人，
沒有聘用編制外幹部，這也與吳江及新密
有所不同。開發區管委會下設六部一室：
計有辦公室、招商合作局、城建規劃局、
勞動局、社會發展局、財政局等，而直屬
縣的分局有工商、公安、國稅、地稅等部
門。安平開發區類似新密，地區中包含有
鎮與村，成為鎮和村的上級，在徵收村土
地之後，除對民提供金錢補償之外，開發
區還優先考慮村民就業。但因本地農民教
育素質低，只能在服務業中擔任低下勞
工，開發區無法完全照顧到所有農民。
    安平開發區總投入計 7.7 億人民幣，資
金來自美國、德國、荷蘭、日本、台灣、
以及大陸本地的資金。安平開發區的台資
不多，為吸引更多台商，開發區已組團到
廈門去招商。和吳江到廣東東莞去搶台商
的做法類似，安平計畫到廈門，以更優惠
的條件將台商挖角到京區。由此反應大陸
各開發區之間競爭的白熱化。
    安平的優惠政策是以河北省的稅收優
惠為藍圖，但實際惠優惠到何種程度，則
視地方管委會與外商之間的談判而定。地
方管委會通常將權限用到極致，擅自免稅
與減稅，土地可以免費贈送，企業的稅率
視一睡衣定，以沒有標準可言，已到無所
不用其極之地。

四、計畫成果自評
經由比較三個不同地區經濟開

發區的設立，得以了解經濟開發區是
企業股份與化私有化之後地方政府
持續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工作。當地
方國營與集體企業邁向私有化而逐

漸脫離政府控制之後，地方政府仍然
在財政動機驅使下，繼續尋找財政收
入的來源。當中國面臨銀行借貸緊
縮、國營企業債務危機、地方資金困
窘狀況，中國若要維持高速成長，唯
有依靠外資來推動。
    本研究發現，地方政府雖從集體
企業的經營中退出，不再扮演企業家
角色，但為發展地方經濟，吸引外資
並與外商結盟已逐漸在醞釀。不僅各
縣市搶設開發區，各鄉鎮也在競相設
立開發區，吳江盛鎮澤即有鎮開發
區，不僅吸引外資，更接納大陸本土
資金。
   由於地方基層政府財政困難，上
級下撥的預算內收入根本不能支付
地方所需，以致地方基層必須想辦法
創造收入，因而使地方基層政府與企
業之間相互結盟，共同謀利，形成共
生關係，擅自給予外資企業各種稅收
優惠，土地賤賣，地方政府與企業互
通有無，相互利益輸送。地方基層政
府為一己利益打算，往往不滿上級政
府的規定與要求，甚至完全規避，因
而我們看到不僅地方與中央政府之
間因利害不同而時起衝突，而且地方
政府不同層級之間也因立場觀點差
異而對立。
    此外，本研究發現，大陸經濟開
發區呈現區隔經濟(enclave)現象，因
為外資企業位居開發區之內，與大陸
本土企業不相往來，也不見外資企業
與本土企業之間呈現外包生產關
係，故外商投資並未提升大陸本土周
邊產業的發展，並未產生實質的乘數
效應(multiplier effect)，反而外商在
大陸的投資十分孤立。
    在地方政府與外資的結盟過程中，由
於中國國內市場龐大，外資不斷進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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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國成為全球最大加工出口區。外資的
湧進中國將造成全球排擠效應，使全球的
落後貧窮國家更難以借有限的外資來提升
發展與促進出口經濟的成長。中國雖有發
展潛力，能源源不斷提供充沛且廉價的勞
力。但是中國人口過多，這是所有開發中
國家的夢魘。過多的貧窮人口無法分享到
經濟快速成長的果實，而且世界市場的成
長有其極限，中國已經佔有一定比重的世
界市場。當中國由於人口過多，無法讓多
數農民分享世界市場大餅之時，中國的經
濟成長將在人口中呈現極不平均的分配。
如果快速成長與公正分配是經濟奇蹟的界
定，我們將看不到中國經濟成長中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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